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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 

         ★教務處●學務處、教官室■輔導室⊕總務處◆圖書館◎秘書室▲人事室  

週

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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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/06 02/07 02/08 02/09 02/10寒假結束 02/11開學 02/12 

  ⊕0920-1100行政會議 ★2/9-10上傳繁星推薦成績 

★高一、二、三多元選修選

課開始 

★1200-1400高三課諮師會

議(線上) 

 

◆自主學習計劃繳交截止 

★學習歷程檔案-課程學習         

成果教師認證截止 

★全校共同備課日(線上) 

0800-0915分科共備  

9:30-12:00 性平研習(0915

簽到) 

13:10-15:00環境教育研習 

★1200-1300科召會(線上) 

 

    

開學日 

●0810-0900學務會議 

●0910-1000導師時間 

(各班環境整理及領書) 

●1010-1100 始業式(友善校

園週活動暨地震防災演練

說明) 

●1110正式上課 

★1210-1300校訂必修 

   共備社群會議(一) 

★1420-1510 菩提盃數學初

賽 

●1420-1610團體活動： 

    班級活動（一） 

★發註冊繳費單 

★高二、三彈性補強開始

上課 

★資優班縮短修業年限 

   申請開始 

●反毒宣導 

◆圖書館平日晚自習開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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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/13 02/14 02/15 02/16 02/17 02/18 02/19 
●交通安

全宣導 

週 

⊕TOEIC 

TEST 借用

教室 35間 

★第八節輔導課開始 

★雅思校園專案考與考前解

題講座報名(~2/18止) 

■心理師諮商服務開始 

■社工師諮詢服務開始 

●轉社單收取截止 

⊕飲水機保養 

★1210-1300 實習老師成果

發表會 

●1220-1300 全校班級幹部

訓練 

 

 

●線上轉社 

  (2/15 2000-2/17 2359) 

★0810-1000高一校訂必 

   修開始上課(奇) 

■0910-1100 

   輔導室處室會議 

●1220-1300 全校班級幹部

訓練 

★1310-1500自然科期初 

   教學研究會 

 

 

 

 

★ 高二第二外語開始上課 

★語資班第二外語課程開始 

★高一、二、三多元選修選

課結束(2359止) 

◆自主學習計劃初審截止 

★1010-1200社會科期初 

    教學研究會 

★1210 菩提盃數學決賽說

明會 

●1220-1300 全校班級幹部

訓練 

★1310-1500數學科期初 

    教學研究會 

★1310-1500 高一化學銜接

教育(120、118)  

★語資班口說課程開始 

★發放給高三導師預估未 

   達畢業標準名單 

★0810-1000高一校訂必修 

    開始上課(偶) 

★1210-1300 學生學習歷程

檔案工作小組會議 

★1310-1500國文科期初 

    教學研究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◆公告自主學習計畫審查 

   結果 

⊕查催公文 

●反毒宣導 

★1210-1400藝能科期初 

    教學研究會 

◆1210自主學習計畫審議 

    小組會議 

●1420-1610團體活動： 

    班級活動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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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/20 02/21 02/22 02/23 02/24 02/25 02/26 
 ★高一、

二、三多

元選修選

課結果開

放查詢 

⊕高壓電 

 保養 (停

電) 

★高一、二、三多元選修加

退選繳件開始(2/21~2/25)  

★高一語文資優學生資優方

案課程開始 

★高三多元選修開始上課 

★資源班考科外加課程開始 

■高二學習歷程自述寒 

   假作業繳交 

■高一性向測驗開始 

（偶數班） 

◆1210-1300 圖書館委員 

    會暨閱讀推動小組會議 

★1310-1500英文科期初 

    教學研究會 

★高三第一次分科模擬考 

◆ 自主學習計劃開始實施 

    (高二) 

★1000-1200高一多元選 

   修開始上課 

★1210校內科展評審會議 

★1310-1500 

   校內科展決賽 

 

 

 

★高三第一次分科模擬考 

◆1300-1500 作家系列講座

(一)(內在原力 愛瑞克老師) 

◆ 自主學習計劃開始 

    實施(高一) 

★1310-1500高一化學銜接

教育(116、114) 

★1700公告校內科展名次 

 

 

 

★發放學生個人繁星成績

及校排百分比對照表 

◆ 自主學習計劃開始 

    實施(高三) 

★1000-1200高二多元選修 

    開始上課 

■1210-1300 

  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 

 

★高一、二、三多元選修

加退選繳件結束(1230止) 

■2月輔導工作系統填報 

⊕電梯保養 

⊕0820-1000主管會議 

●1200-1300高二校外教學 

 導師會議(含資源班) 

★1420-1610 菩提盃數學決

賽 

●1420-1610  團體活動： 

   社團活動 (一) 

★1420-1610語文競賽(高 

    一、高二)作文、 朗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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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/27 02/28 03/01 03/02 03/03 03/04 03/05 
●反毒

宣導 

 

和平紀念日 

 

 

 

●反毒宣導 

●0730朝會-高二校外教 

    學說明會 (莊敬堂) 

■0910-1100 

    輔導室處室會議 

★1700新北市科學展覽  

    會報名校內繳件截止 

●高二校外教學- 多一公斤 

    旅行 

★全校註冊費繳交截止 

★寄發學測成績單 

●高二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

動宣導 

★1310-1500 高一化學銜接

教育(112、110) 

●高二校外教學- 多一公斤 

    旅行 

★寄發術科成績單 

★高三課諮師入班 

 

 

●高二校外教學- 多一公斤 

    旅行 

⊕查催公文 

★校內申請入學、四技申

請網路選填開始(3/4~3/14) 

●1420-1610團體活動： 

    班級活動（三） 

●彰師大碩    

士班考試 

  (智樓) 

 

 

 

 03/06 03/07 03/08 03/09 03/10 03/11 03/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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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●高三班際排球賽   

    (3/7-3/15) 

●高三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

動宣導 

●反毒宣導 

■0910-1200 

    醫師諮詢服務 

★1020-1200(第一梯)校內 

    繁星模擬選填 

★1320-1500(第二梯)校內 

    繁星模擬選填 

★1700新北市科學展覽會 

    報名截止 

 

●0730  朝會(全) 

●0730-0810 地震災害避難 

 掩護預演暨全民國防教  

育多元活動宣導 

●1210-1300第一次午餐供

應會 

★1630-1730雅思考前解題

講座 

 

 

★發放繁星推薦報名表 

★前導學校活動-學生學習

歷程檔案分享會 

■1010-1200 大學甄選入學

優勢分析講座 

★1020-1200(第一梯)校內 

    繁星正式選填 

★1310-1500 高一化學銜接

教育(108、106) 

★1320-1500(第二梯)校內 

    繁星正式選填 

★繳交繁星推薦報名表及

費用(1230截止) 

 ★高三課諮師入班 

◆全國中學生閱讀心得比

賽投稿截止(中午 12:00截

止) 

★1210-130數學競賽培訓

說明會 

★提交 110-1學習歷程檔

案(3/11-17) 

●期初校園安全會議暨全

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宣導 

●交通安全委員會期初會

議 

●反毒宣導 

⊕查催公文 

⊕草地修剪 

⊕0820-1000行政會議 

■1200-1300 台科大電資學

系介紹 

★1420-1610本土語言競賽 

●1420-1610  團體活動： 

   社團活動 (二) 

●1210-1300 402教育儲蓄

專戶審查會議 

■9:00-16:40

沙遊自我照

顧與療癒工

作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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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/13 03/14 03/15 03/16 03/17 03/18 03/19 
 ■1200-1300 政大商學院學

系介紹 

★1210-1300校內大學 

    入學推薦委員會 

★申請入學、四技申請選填       

截止(2100前) 

★高三身心障礙學生準備 

   升大專院校甄試公假自 

   習(3/14-3/25) 

★高一、二開放教室晚自 

   習(3/14~3/31) 

■高一興趣量表線上施測 

   ＆解釋開始（偶數班） 

★「繁星推薦」上傳報名

資料及繳費(3/15-16) 

◆全國中學生小論文比賽 

投稿截止(中午 1200前) 

⊕飲水機保養 

■0910-1100 

   輔導室處室會議 

◆1310-1500 

     作家系列演講(二) 

 

 

★發放個人、四技申請報 

名資料表核對 

★1200-1400課發會(一) 

★1310-1500 高一化學銜接

教育(104、102) 

 

 

◆1210-1400 教師讀書會

(一) 

■1310-1510 高三學習歷程

檔案製作研習（一） 

 

 

★學習歷程檔案收訖明細

確認(3/18-24) 

⊕查催公文 

⊕0820-1000 主管會報 

●1420-1500 

  地震災害避難掩護正式演

練暨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

動宣導 

★1420-1610地理奧林匹亞

校內初賽 

●1420-1610團體活動： 

    班級活動（四） 

★雅思校園

專案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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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/20 03/21 03/22 03/23 03/24 03/25 03/26 

 

★發放個人、四技申請 

    報名考生名冊  

★1210-1300 

校訂必修共備社群會議(二) 

 

★公告繁星 1-7學群錄取   

名單、第 8學群第一階段

篩選結果 

★繳交個人、四技申請報    

名費用(3/22~3/23) 

■1210-1300  數理化暨教育

學群職涯講座 

 

★1200-1400 

    高一課諮師會議 

■1310-1510高三學習歷程

檔案製作研習（二） 

★1310-1700身心障礙學生 

    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查看 

    考場 

 

 

 

 

★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

校院學科考試 

★資優班縮短修業年限 

   申請截止 

⊕查催公文 

⊕0820-1000 

   處室會議 

★1420-1610語文競賽 

    (高一、高二演講） 

●1420-1610團體活動： 

    班級活動（五） 

★身心障礙

學生升學大

專校院學科

考試 

■新北市高中

職博覽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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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/27 03/28 03/29 03/30 03/31 04/01 04/02 

★身心

障礙學

生升學

大專校

院學科

考試 

★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

院術科考試 

★1010-1200科召會 

 

■0910-1100 輔導室處室會

議 

 

 

●1210-1300高一導師社群

活動 

 

第一次期中考 

★公告申請入學、四技申

請第一階段通過名單 

■3月輔導工作系統填報 

第一次期中考 

★新北市科學展覽會初審 

    結果公告 

⊕0820-1000主管會議 

●反毒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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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/03 04/04 04/05 04/06 04/07 04/08 04/09 

 兒童節(放假) 

 

 

 

 

 

 民族掃墓節(放假) 

 

 

 

★高三下學習歷程檔案校內

上傳(2359截止) 

⊕電梯保養 

■1210-1300 

    高三學生校內模擬面試 

    暨書審資料上傳說明會

■1210-1300高一學習策略

探索活動(1)--量表施測 

 

●高一籃球賽(4/7~4/18) 

●高一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

動宣導 

●反毒宣導 

 ★1200-1300指考衝刺班說

明會 

 

 

 

 

⊕查催公文 

⊕0820-1000行政會議

★0900-1200語資班小論 

文上台報告甄選 

●1420-1610團體活動： 

  社團活動（三） 

★1300-1700前導學校活動 

 

■9:00-16:40

表達性藝術

治療紓壓工

作坊 

■0900~1200

高三面試策

略研習 1-2 

★1300-1700

前導學校活

動 

■1330~1630

高三面試策

略研習 3-4 

1

0 

04/10 04/11 04/12 04/13 04/14 04/15 04/16 

 

 
★公告 111資優鑑定簡章

(暫) 

★高三下學習歷程檔案課程

學習成果教師認證(1200截

止) 

■0810高三校內模擬面試報

名開始 

■0910-1200醫師諮詢服務 

■1210-1300高二學習 

策略量表施測 

★1300高三下學習歷程檔

案勾選檔案開始★1310-

1500英文科期中 

★第一次期中考成績輸入

截止 

●捐血活動暨全民國防教育

多元活動宣導 

●反毒宣導 

●0730朝會 (全) 

■0910-1100 

輔導室處室會議 

■1210-1300 

 文史哲暨管理學群職涯講

座   

★1310-1500自然科期中教

學研究會 

★高一課諮師入班 

★1010-1200社會科期中 

教學研究會 

★1310-1500數學科期中 

教學研究會 

■1210-1300高一學習 

策略探索活動(2)--測驗結果

說明 

■1230高三校內模擬面試報

名截止 

★高三下學習歷程檔案勾

選檔案截止 

★1310-1500國文科期中 

教學研究會 

 

 

 

 

★提交高三下學習歷程檔

案(4/15-20) 

■高三紓壓活動 

⊕查催公文 

⊕0820-1000主管會議 

★0900-1200語資班小論 

    文上台報告甄選 

◆1200-1300 

Eye書蟲俱樂部

(一)★1210-1400藝能科期

中 

教學研究會 

★1420-1610英文演講比賽 

★新北市 

科學展覽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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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研究會 

 

 

 

 

 ●1420-1610  團體活動： 

社團活動 (四) 

■1830-2030親職講座 

1

1 

04/17 04/18 04/19 04/20 04/21 04/22 04/23 

★ 

新北市

科學展

覽會 

 

★新北市科學展覽會複審成

績公告 

⊕飲水機保養 

⊕草地綠籬修整 

■1210-1300高二學習 

    策略測驗結果說明 

■1210-1300高三模擬面試

委員說明 

 

●第 4次家長委員暨 

    代表大會 

●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宣

導 

●反毒宣導 

■0910-1100 

    輔導室處室會議 

■1200-1300北大法律學系

介紹 

 

 

★高一課諮師入班 

●1210-1300 導師會議（高

一、高二） 

■1700公告高三模擬面試場

次與時間 

★學習歷程檔案收訖明細

確認(4/21-23) 

■1210-1300高一選班群 

    導師研習 

 

 

 

⊕0820-1000處室會議 

●反毒宣導 

●1420-1610  團體活動： 

  班級活動（六） 

★1420-1610高一學生選 

    班群說明會 

■1900-2100 

  高一選班群家長說明會 

 

 

 

1

2 

04/24 04/25 04/26 04/27 04/28 04/29 04/30 

 ★高一、二開放教室 

晚自習(4/25~5/11) 

★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 

校院甄試成績單寄發 

■模擬面試(4/25-4/29) 

★1210-1300校訂必修 

    共備社群會議(三) 

 

 

 

 

 

■模擬面試 

★1200-1300 

   高二課諮師會議 

■1200-1300中央工程學群

學系介紹 

 

■模擬面試 

★1200-1400課發會(二) 

●1200高三特殊展能市長

獎審查委員會 

 

■模擬面試 

◆1210-1400 

教師讀書會(二) 

 

★高三視聽包歸還 

★PISA測驗抽測 

 ■模擬面試 

■4月輔導工作系統填報

◆1200-1300 

  Eye書蟲俱樂部

(二)●1420-1610團體活

動：週會活動(一)高一菩

提盃班際歌唱比賽 

●1630-1730 交通安全宣導

暨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

宣導 

◆高三停止

借書 

1

3 

05/01 05/02 05/03 05/04 05/05 05/06 05/07 

勞動節 ⊕電梯保養 

■家庭教育週 

●反毒宣導 

●1210-1300高二導師社群

活動 

■1210-1300 

 藝術暨設計學群職涯講

座 

●防災輔導團輔導訪視 

 

 

★高三期末考 

★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 

    校院甄試志願選填開始 

    (5/4-5/11) 

★5/5至各大學繳交截止

日：申請入學上傳(勾選)

審查資料 

■1210-1300轉銜評估會議 

 

 

     ⊕查催公文 

⊕0820-1000主管會報 

■1210-1300 

大學考試分發入學高三 

  導師研習 

★1420~1610英文作文比

賽 

●1420-1610  團體活動： 

 班級活動 (七)  

●1420~1610 防災教育講座 

暨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

宣導 

  

1

4 

05/08 05/09 05/10 05/11 05/12 05/13 05/14 

母親節 

  

 

★高三第二次分科模擬考 

★高二轉班群申請 

    開始(5/09-5/27) 

★高三期末考、平時 

    成績輸入截止 

 

★高三第二次分科模擬考 

■0910-1100 

    輔導室處室會議 

 

 

 

★高一、高二 

    第二次期中考 

★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 

    校院甄試志願選填結束  

    (1700止) 

★調查分科測驗科目 

 

 

★高一、高二 

    第二次期中考 

★5/12-13上傳高三第六學

期修課紀錄 PDF檔 

★公告高三補考名單 

 

 

★ 免 學 費 異 動 申 請

(5/13~6/10) 

⊕查催公文 

★發放分科測驗確認單 

⊕0820-1000行政會報 

●1420-1610  團體活動： 

 班級活動 (八)  

 

●76周年 

校慶園遊會

暨傑出校友

表揚大會 

●全民國防教

育多元活動

宣導 

●反毒宣導 

1

5 

0515 05/16 05/17 05/18 05/19 05/20 05/21 

 ▲校慶補假 

★5/16-17高三學生確認第

六學期修課紀錄 

 

 

 

 

 

 

●0730朝會(高一、高二) 

●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宣

導 

●高一、二週記抽查 

★高二課諮師入班 

★高一、二多元選修教師

會議 

●高二籃球賽(5/17~5/25) 

⊕飲水機保養 

◎生活科技學藝競賽 

●反毒宣導 

★高一課諮師第二次入班 

★05/18-31四技申請第二階

段指定複試 

★高三補考 

 

★高一、二第二次 

    期中考成績輸入截止 

★05/19-06/05申請入學及

繁星推薦第八類學群第二

階段甄試 

★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 

    校院甄試錄取學校放榜 

★高三補考成績輸入(1200

截止) 

 

★高一選班群申請開始  

(5/20-5/27) 

⊕查催公文 

⊕0820-1000主管會報 

★下午會考考場佈置停課 

 

 

 國中 

 教育 

 會考 

05/22 05/23 05/24 05/25 05/26 05/27 05/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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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6 

國中    

教育      

會考 

★公告高三未達畢業 

    標準名單 

★1210-1300校訂必修 

    共備社群會議(四) 

★高二課諮師入班 

★0900-1200高三重修報名

開始 

■0910-1100 

    輔導室處室會議 

●1210-1300 高三導師德行

會議 

 

 

★高一課諮師第二次入班 

★110-2期末 IEP暨 111-1

期初 IEP會議(5/25-6/23) 

★0900-1200高三重修報名

結束 

◆1310-1500 

     作家系列演講(三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★高二轉班群申請截止 

★高一選班群申請截止 

★語資班專題成果發表會

(行三) 

⊕0820-1000處室會議 

●1420-1610  團體活動： 

  社團活動(五) 

●1630-1730 交通安全宣導 

暨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

宣導 

■1420-1700認輔教師研習 

 

 

 

 

1

7 

05/29 05/30   05/31 06/01 06/02 06/03 06/04 

 

 
★公告高二轉班群申請 

    通過名單 

⊕電梯保養 

⊕回收高三班級物品包 

■0910-1200 
 醫師諮詢服務 

★1010-1200科召會 

★1200-1300課諮師遴選 

    會議 

 

★高三多元選修結束 

●交通安全宣導暨全民國防

教育多元活動宣導 

■5月輔導工作系統填報 

 

 

 

 

 

 

★公告高二轉班群編班 

   名單 

★高三重修開始 

★適性輔導安置放榜 

★1210-1300高二轉班群 

    編班會議 

◆1210-1400 

  教師讀書會(三) 

 

 

端午節(放假) 

★6/3前各科技院校公告 

    四技申請正備取生名單 

 

 

 

 

1

8 

06/05 06/06 06/07 06/08 06/09 06/10 06/11 

 ★6/6前各大學公告個人 

 申請錄取結果 

●高一排球賽(6/6~6/14) 

●高一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

動宣導 

●反毒宣導 

●0910-1200 

 高三受獎學生預演●1300-

1600 70屆畢業典禮 

 

★學習歷程檔案上傳情形 

    追蹤開始 

●0730朝會 (高一高二) 

■0910-1100 

    輔導室處室會議 

★1310-1500自然科期末 

    教學研究會 

★公告繁星第 8類學群錄取

名單 

★1010-1200社會科期末 

    教學研究會 

★1310-1500數學科期末 

    教學研究會 

 

★6/9-10申請入錄取生登

記就讀志願序 

★1210-1300高一選班群 

    編班會議 

★1310-1500國文科期末 

    教學研究會 

 

★1210-1400藝能科期末 

    教學研究會 

★免學費異動申請截止 

★數資班專題成果發表會

(行三) 

◆高一、二停止借書 

●期末校園安全會議暨全

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宣導 

●反毒宣導 

●交通安全期末會議 

⊕查催公文 

⊕0820-1000主管會報 

●1420-1610  團體活動： 

  社團活動(六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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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/12 06/13 06/14 06/15 06/16 06/17 06/18 

 ★公告高一選班群編班 

    名單 

◆催還書開始 

★高一、二開放教室 

    晚自習(6/13~6/28) 

⊕飲水機保養 

★繳交分科測驗報名費用

(6/13~6/16，每日

0800~1530) 

★1310-1500英文科期末 

 教學研究會 

★校訂必修(奇)成果發表 

★高一多元成果發表 

●1210-1300第二次午餐供

應會 

★公告個人申請統一 

    分發結果 

⊕回收班級物品包 

★1200-1300期末課諮師會

議 

★校訂必修(偶)成果發表 

★高二多元成果發表 

★優先免試入學放榜 

★6/16-18四技申請正備取

生報到 

★1210-1300 110-2期末 IGP

暨 111-1期初 IGP會議 

★1530 繳交分科測驗報名

費用截止 

■1420-1700 

 認輔教師感恩活動 

★優先免試入學報到 

★新生免學費申請開始 

⊕查催公文 

⊕0820-1000行政會議 

●1210-1300期末導師會議

（高一、高二） 

●1420-1610團體活動： 

週會活動（二）人權法

治列車專題講座(高一) 

 

 

2

0 

06/19 06/20 06/21 06/22 06/23 06/24 06/25 

 ★國九升高一身心障礙學生

轉銜會議(6/20-7/30) 

■0910-1200 
 醫師諮詢服務 

★1210-1300校訂必修 

    共備社群會議(四) 

 

★高一多元選修最後 

    一次上課 

★高一校訂必修(奇)最後 

    一次上課 

⊕公告回收高一、二班級

物品包 

■0910-1100 

    輔導室處室會議 

★1210-1300期末資優班課

程討論會議 

 

 

 

★1200-1400課發會(三) 

 

 

★高二多元選修最後 

    一次上課 

★高一校訂必修(偶)最後 

     一次上課 

★高二輔導課結束 

●反毒宣導 

●市長獎頒獎典禮 

★高一、二視聽包歸還 

●反毒宣導 

⊕外包廁所清潔 

⊕0820-1000處室會議 

★1210-1300特推會 

●1420-1610團體活動： 

 班級活動（九） 

 

 

2

1 

06/26 06/27 06/28 06/29 06/30 07/01 暑假開始 07/02 
 ★高一語文資優學生資優方

案課程結束 

★資源班考科外加課程結束 

★高二輔導課最後一次上課 

⊕電梯保養 

 

 

高一、高二期末考 

◆圖書館晚自習最終日 

 

高一、高二期末考 

 

 

■6月輔導工作系統填報 

●0900-1000休業式 

★1000-1200驗舊書 

⊕1400-1600 校務會議 

●1800期末謝師餐會暨 

    家長委員會 

⊕查催公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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暑

1 

07/03 07/04 07/05 07/06 07/07 07/08 07/09 

 ★高一、二期末考及 

    平時成績輸入截止 

⊕0920-1100行政會議 ★公告高一、二補考名單 

 

 

 
★高一、二補考 

⊕查催公文 

⊕佈置分科測驗考場 

 

暑 
2 

07/10 07/11 07/12 07/13 07/14 07/15 07/16 

 分科測驗 

 

 

 

 

 

分科測驗 

★公告需重修名單 

★免試入學放榜 

⊕0810-1000處室會議 

 

 

 

★高一、二重補修報名 

    開始 830~1200 

 

 

 

★0830~1200高一、二重補

修報名 

★學習歷程檔案課程學習 

    成果及多元表現學生上 

    傳截止 

★適性輔導安置學生報到 

★免試入學報到 

★高一新生資優鑑定報名 

⊕查催公文 

⊕高普考(7/15~19) 

 

⊕高普考

(7/15~19) 

    

 

 


